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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去一年将至，
春华秋实，
翻阅时间，
温暖不止。我们开始
寻访一些忙碌的人，
一些无闻的事，
许多温暖，
涤荡心头。这一年，
他
们沐风栉雨；
这一年，
他们马不停蹄；
他们以一己之力，
给予力量，
以
一己之暖，
输送温暖。
今天，
我们以他们之温度，
传递读者，
为奔忙的新一年励志开篇：
我们要做一个充实而于社会有用的人。

不止温暖·
文兵看望小文雅。
（受访者提供）

陈正发在讲座上与学生互动。
（受访者供图）

全国道德模范文兵:

海南心理志愿者陈正发：

新的一年，
希望
“天下无贫”

自费近万元跑遍全省

为地贫孩子奔走

做百场公益讲座

“公益路上，风雨兼程，无怨无悔，一生求索！海口，明天
见！”这是 2017 年 12 月 29 日晚 7 点多，文兵发在朋友圈的一条心
情，更像是对他这年一年奔波忙碌的总结。当天，他在琼中做了
一场关爱地贫患儿的慈善活动。
文兵是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 感动海南”2014 年十大年度
人物。回顾这一年，他最大收获：一是帮助一些地贫患儿做了骨
髓移植手术，孩子得救了；另一个是成立五指山市星火双创志愿
者协会。
南国都市报记者 王洪旭

为地贫孩子奔走 帮 4 个孩子筹手术费
12 月 28 日，文兵收到一条好消
以，每逢遇到配型成功而不能筹到
息，是地贫患儿唐文雅的妈妈发的，
手术费的地贫患儿，文兵总是四处
“我们家孩子唐文雅，今天顺利出仓 “化缘”帮助。
了，再次感谢您们。”这消息让文兵
得知小文雅的与姐姐配型成功
高兴了一整天，这是他多方努力，筹
但没有钱做手术的情况后，文兵发
集善款帮助的第 4 个地贫孩子成功
动 10 多位爱心人士捐款，还到小文
做了骨髓移植手术。
雅家探望，送去爱心善款 1800 元以
文兵曾为自己的地贫小孩小艺
及一些爱心物资，给孩子和家长治
博奔走多年，最终还是失去了。所
疗的信心。

400 人加入星火志愿者 让志愿服务精神星火燎原
2017 年，文兵一如既往地对志
愿服务保持着激情。带着志愿者做
了关爱地贫患儿、保护水源、劝导交
通、关爱孤寡老人、燃料行动等 10
多项志愿服务活动。在五指山和保
亭，每个月都有一场志愿服务活动。
这些活动一个人是做不好的，
文兵从 2 月份开始，就着手筹备一
支志愿者队伍，如今这个队伍越来

越庞大，在五指山地区已有 400 人
志愿加入。成立五指山市星火双创
志愿服务队，也是他 2017 年的又一
个收获。
文兵说，志愿服务不求回报，默
默付出，累并快乐着。
“在欲望面前做减法，在奉献面
前做加法，我的人生我做主！”这是
文兵的人生信条。

新的一年 希望“天下无贫”
2017 年 12 月 25 日，文兵收到
了一个特别的圣诞礼物——一张画
和一封信，是一位地贫孩子送的。
“文兵叔叔，您好！这些年您
辛苦了，在圣诞来临之际，我自己
画了一张画送给您，谢谢您为我们
“贫孩子”付出那么多……”读着
这封信，文兵感慨万千，一股暖流
涌上心头。心中有愧于那些等待着

救援的地贫孩子，五指山市的小瑞
硕、海口的小吉让、乐东的小雨欣
……这些孩子都在等待救援，需要
筹集手术费用。
新的一年，文兵说：
“希望‘天下
无贫’，地贫家庭早日‘脱贫’。”他将
开展地贫防控知识大讲堂，让更多
的育龄夫妇了解地贫，重视体检和
产检，
预防地贫患儿出生。

李波参与珊瑚保护的志愿工作。
（受访者供图）

杜贵芳在冯塘村给孩子上课。
（受访者提供）

75 岁退休教师杜贵芳：

坚持周末支教

放不下冯塘村的孩子们
“我前天去还债了”，75 岁的退休教师杜贵芳去了海口的一个小学，去给那里的老
师送贺礼。这是她之前曾答应的，对方已经忘了，
“他忘了，我一直记得”，杜贵芳把承
诺当成自己的“债”，是无论如何也要还上的。2017 年 12 月 23 日，杜贵芳又给自己“揽”
下了一笔债务，她答应帮一个孩子提高语文成绩，送他进重点中学。杜贵芳将这一笔
笔的“债”都记在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也记在了心上……
南国都市报记者 何慧蓉

这一年 她仍在赴冯塘村的“周末之约”
2015 年 11 月，由于女儿在冯塘绿园工
作的原因，杜贵芳跟冯塘村结缘，她在村子
里逛了一圈，又看了看国学堂，然后就决定
每周末到这里支教了。
从住处到冯塘村，杜贵芳需要先坐公交
车到红城湖，再从红城湖搭乘乡镇中巴车到
冯塘村村口，再走进去，
这需要一个多小时。
“奶奶，回家吃饭”，中午，村民和孩子

们会叫杜贵芳去吃饭。
“回家吃饭这四个字真
的不简单，他们是把你当家人”，这些情谊在
杜贵芳心里都是她欠冯塘村村民的
“债”。
陆续有朋友、学生跟着杜贵芳一起去冯
塘村支教，但留下的仍只有杜贵芳。“我放
不下冯塘村的村民和孩子”，于是，尽管腰
部疼痛，尽管要转两趟公交，杜贵芳这一年
仍风雨无阻。

这一年 她仍在“还债”又“欠债”
杜贵芳随身带着个小本子，记录着她欠
下的一笔笔“债”：冯塘村村民对她的好，前段
时间与一个孩子及孩子妈妈定下的送孩子进
重点中学的约定等等。
每周二，杜贵芳都会到家附近不远的琼
台师范学院，与学生们一起读书。
“ 我这辈子
最幸运的就是走上了教师这个岗位，感谢上
苍让我当了老师”，杜贵芳最喜欢的就是跟学

校的老师及未来的老师呆在一起，她讲自己
怎么当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爱教育这份职
业及孩子们。
杜贵芳喜欢“双创”给海南带来的变化，
碰到打扫卫生的、公交司机等，她会买瓶水或
者一杯豆浆递过去，
“ 他们很辛苦，我感谢他
们为海南做的”，杜贵芳说自己是个“负债累
累”的人，
她的
“债”还没还清、还得继续还。

蓝丝带志愿者李波：

守护那一片蔚蓝

化身
“海底清洁工”
潜水清理垃圾
“扑通”的一声，海棠湾后海的海面上溅起一道水花，李波带着氧气瓶和潜水装备，
拿着袋子，潜入海底开始清理海底的垃圾。这是李波空闲时间的爱好，也是他为之奋
斗的事业。李波是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一名社会志愿者，平日里他是一名旅游
向导，在领队的过程中，他不断的将保护海洋的知识和理念传播出去。这一年来，李波
不断的下潜到海底清理垃圾，守护着这片海的蔚蓝。
南国都市报记者 谭琦

3 天捞出 40 公斤垃圾 市民游客为他点赞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下午，李波带着 10 余
名从全国各地来三亚游玩的游客在海棠区后
海进行潜水项目的体验，
“ 每个人发一个袋
子，如果一会儿在海底看到垃圾，都可以捡上
来。”在下潜的体验之前，李波一边讲解海底
的知识，一边给游客发放垃圾袋。给户外俱
乐部的游客做领队，是李波的工作，而给游客
宣传海底知识和垃圾袋是李波自愿做的。

李波几天前在小东海海域的一次下水收
获颇丰。
“连续 3 天的清理，我一共从海里打捞
了近 40 公斤的垃圾。
”
李波兴奋地说。
6 月份，李波在大东海潜水清理垃圾，他
拎着大袋子上岸后，许多市民游客都围了上
来。
“ 他们以为我打渔的，一打开袋子看到里
面的垃圾，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李波说，那
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

为保护珊瑚险被打 用行动守护海洋
这一年来，李波已经数百次潜水到海底
清理垃圾，光是 12 月一个月，他就潜到海底
近 10 次 。 17 年 来 ， 志 愿 保 护 海 洋 困 难 重
重，他都没有放弃。今年年初，李波在大东
海看到有人在用锤子在海底采集珊瑚，“珊
瑚对海底生态有很大的作用，必须要劝阻他
们。”李波上岸后找到了采珊瑚的人，和他
们讲道理，讲珊瑚对海洋生态的重要性。

在利益的面前没有理智可言，砸珊瑚的
人没有听劝，拿起锤子就要打李波，“我现
在想想还有些后怕。”这次的事情没有让李
波吸取教训，李波说，只要遇到采集珊瑚的
人，他还是会第一时间上前劝阻。
“保护海洋的志愿行动任重而道远，希
望明年会有更多的人认同我们，加入我
们。”李波说。

近 1 年来，陈正发自掏腰包，利用个人的公休假和业余时间，
完成了他的“阳光心态·快乐生活”百场公益讲座，巡讲海南 18 个
市县，足迹遍布学校、部队、戒毒所、监狱、社区等地方，对 10 大人
群进行了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心理压力调适疏导。
陈正发自称自己是一名心理志愿者，只为完成 10 年前考取
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时的梦想和找回“当一名心理志愿者”的初
心，
才开展百场公益讲座的。
南国都市报记者 王燕珍

讲座得到认可 听课人员纷纷帮忙推荐
48 岁的陈正发是海南省司法医
院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海南 12355 心理援助
中心专家组成员。
2016 年 12 月 6 日，陈正发的首
场公益讲座走入海南省新康监狱，
第一场讲座，收获了阵阵掌声，互动
性强的心理健康讲座不仅服刑人员
释放改造压力，也给心理老师开拓
了视野。
在每一堂课近两个小时时间
里，陈正发只坐半小时，其他时间都
站着与听课人互动，他的课，针对
不同群体有不同主题，互动性强，
比如，中专生很多处于迷茫厌学的
状态。有时加班整理课件，为了找
一张好图片，他甚至会忙到凌晨一

两点。
在监狱或是戒毒所等地的讲座
之后，陈正发都会承诺“如果你们
出去了有心理困惑，我可以免费提
供帮助”
。
在一本黑皮封面的留言本里，
详细记录了陈正发此次百场公益讲
座之后的反响，老师、民警、社区人
员、公司职员等人群在听课后，都纷
纷在本子上给陈正发留言表示“陈
老师的课生动、贴近”
。
在陈正发开展了讲座一段时间
后，一些认可讲座的听课人给陈正
发介绍了需要心理讲座的学校、监
狱、公司等单位，从 1 到 10，再到 50，
渐渐的，陈正发发觉自己越来越忙
碌，
有时甚至 1 天跑了 3 个市县。

自费做百场公益讲座 足迹遍布全省
因为是自讨腰包，为了省钱，陈
正发每次下市县讲课都是坐动车和
汽车，如果路途近的，他当天下午下
班后就坐车立即赶去讲课。有一次
石碌中学的一位老师看陈正发来不
及吃饭，特意买了一个面包，临上车
前，
塞给了陈正发，
表示谢意。
妻子王燕珠看丈夫为了公益讲
座不仅周末不见人影，下班后还整
天拿着手机开导他人，
“我一开始真
没法理解，觉得他很傻，他一个月才
领三千多工资，家里公公车祸后截
肢，婆婆因患脑梗塞偏瘫都需要人
照顾，我在小超市打工，不仅要照顾

2 个孩子，还要照顾老人，哪有时间
做公益。”虽然愧对家人，可陈正发
也不愿放弃需要帮助的人。
2017 年 12 月 7 日，陈正发的第
100 场公益讲座在海口山高学校举
行，
“当看到媒体报道儿子做公益的
事，我们一家人感到特别自豪，真正
理解他做的事了。
”
陈正发爸爸说。
这一年来，陈正发累计做心理
志愿者服务时间达 1000 多小时，其
中百场公益讲座 250 多个小时，自
费近万元，走遍全省 18 个市县。陈
正发说，在 2018 年，他会以自己专
业的心理知识努力服务社会。

